
創校校長潘笑蘭女士榮休專訪

青松侯寶垣中學創校至今，已有十三
載，潘笑蘭校長在校董會的鼎力支持下，
與家長及師生們攜手創建出這美好的校
園。她一直默默耕耘、春風化雨，無私地
為侯中的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然而，常
言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潘校長榮
休在即，臨別依依，甚是不捨。有見及此，
我們特約見潘校長，與她談談其創校經
過、理念、做人的格言及退休後的生活。

校園記者：5L 林章俊同學、5L 鍾宛淋同學

林同學：（一）作為侯中的創校校長，學
校可謂由「零」開始，你是怎樣將它構建
成現在被傳媒稱譽的「模範學校」(《星島
日報》2009 年 6 月 29 日 ) ？

潘校長：回想十三年前初到侯中開校，可
用「舉步為艱」來形容。我從辦學團體手
上接過百多條鑰匙後，便從「聘請教職員
工」及「添置學教設備」策劃動手。還記
得，當時我還身兼另一所中學的副校長之
職，故同時要處理兩所學校的事工，確實
繁重和極具挑戰性。

    至於曾被傳媒稱譽為「模範學校」，
我想是跟學校在屯門區內校齡最短，但
卻在全體同寅努力下，取得不俗的成績
有關，謹此要先向各持分者與及讚許者致
意。

    不過，若就學校發展的理念，倒是緊
扣「道德」及「五育」的方向出發。所謂
「道法自然」，故本校一直重視綠化、環
保及可持續發展，因此無論在硬件設施，
如空中花園、溫室、風力發電照明系統、
太陽能光伏板環保飯堂與自修室等，乃至
在社區推廣方面，皆積極推展，並因而取
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可持發展教育
（ESD）項目實驗學校」、「全港綠化校
園工程獎大園圃種植（中學組）冠軍」、
「第五屆香港綠色學校獎中學組優異獎」
及「全港香港中小學環保成就獎優異獎」
等。

　　其次，在「德育」方面，學校著重學
生品格的培養，且更鼓勵他們熱心服務社
群，故便引進了 ICAN 全人教育課程，更
取得「全港 ICAN 學校中學組金獎」，至
於校園的關愛氣氛也令學校取得「全港卓
越關愛校園獎及連續八年榮譽大獎」。

    此外，在「智育」方面，我相信資訊
科技是有助學習的，所以自創校以來，便
一直沿此方向發展，至今每個課室皆已安
裝了電子白板，依此再配合全校Wi-Fi 無
線上網，實有助增強學習的多樣性和互動
性。

　　至於「體育」、「群育」及「美育」

方面，重點是要發掘學生的潛能，故我便
引進了美國的啟發潛能教育，並透過刻
意的安排，提供機會，讓學生大放異彩，
而此等努力最終亦為學校帶來了「全球國
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終身成就大獎」的殊
榮。

鍾同學：（二）歷年以來，侯中屢獲社會
人士的嘉許，你是怎樣帶領全體師生攜手
合作，共創佳績？

潘校長：我認為做事要成功有效，必須具
備幾個元素，分別是清晰的目標、周詳的
計劃、有效的分工、充裕的資金及廣闊的
網絡。

    就此，我更想起侯中的七色精神，由
基本至頂尖分別是自律、主動、智慧、堅
毅、和諧、溝通及創意，即由個人的積極
熱心做起，繼而再集思廣益、齊心協力、
取長補短，依此再配合心思、時間及精神，
自然就能發揮出最大的果效。

林同學：（三）「提升語文能力」、「加
強藝術培訓」及「擴闊學習經歷」可謂是
你在任期間三項重點發展項目，可否概述
當中的理念及發展現況？

潘校長：對於語文教育，我想一定要有一
份堅持，並讓學生能將所學融入生活，達
致活學活用。因此，學校積極爭取資源，
如教育局數百萬元的撥款，乃至學校自評
網絡英語專家到校評課，以及在每週設有
英文或普通話日，並安排學生在典禮活動
中運用兩文三語擔任司儀，而即將在本屆
畢業禮上公演的「持續的道‧道的持續」
音樂劇，也是這份堅持換來的成果。

    至於在藝術培訓方面，為發掘學生的
天賦潛能，本校有幸邀得石信之博士及邱
少斌先生擔任西、中樂團的總監，而近年
更進一步開展民歌結他樂隊、步操樂隊及
無伴奏合唱樂隊等，好讓學生能有更多發
揮的機會，更藉此學懂團隊合作的精神。

    至於在學習經歷方面，擴闊視野、展
望未來是立身處世的重要元素。就此，本
校每年舉行的生涯規劃日及高桌晚宴，實
擔當了先鋒的角色。按前者會邀請業界專
才到校分享經驗，而後者則致力提升個人
品味及禮儀，好讓學生能預早認定志趣，
並朝著此目標奮進。與此同時，因學習從

不局限於本地，且在政府設立關愛基金
下，更讓學校有靈活的空間舉辦海外交流
考察團，而現時足迹現已遍及英國、日本、
新加坡、台灣、馬來西亞及韓國，乃至內
地多個省市。

鍾同學：( 四 ) 多年來，你一直抱著甚麼的
處世態度面對各種挑戰？座右銘是甚麼？

潘校長：人生總有起伏，這些年來，每當
遇到各種困難及挑戰時，我總能從容不迫
地面對，慢慢你會發現世上沒甚麼事情是
解決不了的。當中秘訣是：不論遇到甚麼
挑戰，我們首要保持冷靜，不能自亂陣腳，
抱著「以不變應百變」的態度去思考問
題的癥結所在；接著，再細細思量針對癥
結的解法方法。只要凡事懷著堅忍正直的
心，沒甚麼難關是過不了的。

    至於我的「座右銘」是《孟子·盡心
上》：「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凡
事要問心無愧，心存善念，並竭盡所能，
做到最好，這樣你就能取得成功。

    同時，我們要時刻注意調節生活的壓
力、提升個人的修養，學習有效地分配時
間，讓自己身心得到健康發展，並寄語各
人：多讀書，才能豐富你的人生、完善你
的品格。

林同學：( 五 ) 榮休在即，你對侯中未來的
發展有何期望？

潘校長：我的期望只有十六個字：「承先
啓後，繼往開來；持續發展，學校昇華」
祝願學校在未來的日子裏不斷進步，讓更
多同學在優質的環境下學習、成長。

    在此，我送上贈語給侯中老師及同
學，願共勉之：

        在勤奮中善用時間

        在忍辱中培養品德

        在困苦中激勵意志

        在奉獻中分享快樂

鍾同學：( 六 ) 榮休之後，你將會做甚麼？

潘校長：退休之後，我將可放下沉重的工
作，展開人生的新一頁。我會放下以往急
速的生活步伐，以悠然閒適的態度去細細
品味生活的點滴，並培養及發展個人的興
趣，如學習書法及不同範疇的藝術，希望

藉藝術豐富自己的人生。

    此外，我將參與不同的義工工作，以
助人為樂，希望能以不同的形式繼續貢獻
社會，服務社群。

    最後，我希望自己能放眼世界，到異
地遊歷，考察別國的風土人情及山光水
色，以豐富自己的眼界。

校園記者：5L 林章俊同學、5L 鍾宛淋同學

訪問後記：

    透過這次訪問，讓我了解潘校長的成
功之道，真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
書」，我會緊記她的教導：「凡事要問心
無愧，心存善念。」期望自己能以她作榜
樣，跟她一樣活出豐盛人生。

    最後，我謹代表全校同學由衷地向潘
校長說一句：「謝謝您對我校的無私奉
獻。」您那親切溫婉的音容笑貌將永存我
們侯中所有同學的心中。

校園記者：5L 林章俊同學

    在這次訪問中，我對校長的感覺改變
了。在過往的日子，總覺得校長很嚴肅認
真的，但透過這訪問，我發現校長原來在
嚴肅以外，其實還有風趣親切的一面，整
個訪問過程，她總是笑語盈盈，我們也不
禁被她感染，笑聲不絕。

    此外，我發現了校長是很注重團隊合
作的。在訪問期間，她不斷強調我校成功，
並非依靠她個人的努力，而是全校師生合
作得來的，從中可見她的謙卑，即是有功
勞也不會自居，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最後，我謹代表侯中所有同學，祝願
校長退休生活幸福愉快！

校園記者： 5L 鍾宛淋同學

笑逐顏開創校滿桃李
蘭香松青奠基化春風

全球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學校
終身成就大獎

全港卓越關愛校園獎及連續八年
榮譽大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可持
發展教育（ESD）項目實驗學校

全港 ICAN 學校中學組金獎

全港優質評核管理認證

視像中國項目示範學校獎

青松侯寶垣中學校訊
地址：新界屯門恒富街二十一號    電話：24577154   傳真：24597785  
電郵：email@cchpwss.edu.hk     網址：http://cchpwss.edu.hk

第 15期
2013 年 7月



台灣升學交流團
潘校長代表本校與義守大學簽約結盟

河南歷史文化交流團
參觀康百萬莊園

台灣升學交流團葉校董代表本校與
弘光科技大學簽約結盟

河南歷史文化交流團
參觀嵩山少林寺

台灣升學交流團
參觀淡水漁人碼頭

台灣升學交流團
參觀國家音樂廳

赤子情中國心河源科普文化考察團
參觀新豐水電站

河南歷史文化交流團
參觀洛陽市第二實驗中學

赤子情中國心河源科普文化考察團
參觀恐龍博物館

河南歷史文化交流團
參觀龍門石窟

赤子情中國心河源科普文化考察團
參觀野趣溝

赤子情中國心河源科普文化考察團
參觀農夫山泉生產基地

交流團
面對資訊如此快速更迭的時代，學習不再局

限於課室，我們必須尋找跟得上時代步伐的方法
──放眼世界，到不同的國度，親身探究全球性
的議題，這對於不少清貧學生來說，似乎是天方
夜譚。幸好，自 2011/12年度政府設立「關愛基
金」，資助就讀於官立、資助等學校的清貧學生，
參加由學校舉辦或認可境外學習活動，每位同學
獲資助三千元。
然而，同學每人僅有三千元的資助，很多時

候是不足以參加海外學習活動，而本校法團校董
會向來主張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位孩子不
論富與貧，均應享有同等的學習機會，故此，校
董會額外資助這些同學，讓他們以極低廉的價
錢，參加各種交流活動。在 2012/13年度，本校
同學參與了不同的交流團，現簡述如下：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本

校為中四及中五級同學舉辦了台灣升學交流團，
到訪義守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及明道大學。實地
考察先進充裕的校園設備，讓同學深入了解台灣
的升學情況，目的是為他們打開往海外或選擇台
灣升學之門。其後，我校更由葉校董及潘校長代
本校與前者簽訂「教育伙伴策略聯盟」，結成姐
妹學校，這有助日後我校同學到該校升學發展。 
    其次，在二零一三年三月二日至四日，本校
初中同學參與由教育局「赤子情中國心資助計
劃」所資助的河源科普文化交流團。當中同學透
過參觀當地的自然資源及綠色企業的發展，從而
了解內地的生態保育政策與香港的關係。
此外，同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本

校高中同學參與由教育局「高中學生內地交流
活動資助計劃」所資助的河南歷史文化交流團。
當中同學透過參觀河南洛陽這座歷史名城，從
而了解到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次更與洛陽市第
二實驗中學及小龍武術學院師生交流，讓學生
體現當地的文化氣息，令兩地師生獲益良多。
「讀萬里書，不如行萬里路」不是出身富

裕家庭的學生專利，只要學生有一顆求知好學
的心，在侯中，同學必有這樣的機會，因為我
們深信教育是無分貴賤的。

學校參訪
本校對於全方位學習的發展一向都不遺餘力，希望透過延伸課程的活動，讓

同學在不同的學習經歷中成長。我校更以「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加強不
同地區的學生交流，以拓展同學們的國際視野。

旅行日
本校旅行日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五日

舉行。本校全方位學習組為中一至中五級
同學安排不同的活動地點，分別有︰元朗
大棠郊野公園、海洋公園、清水灣郊野公
園、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及大帽山郊野公
園。
是次活動正好讓同學們活用多元化

的生活技能及培養協作能力，並透過與
大自然的接觸，從而學習環境保育的重
要。 

3A 班在清水灣郊野公園

師生共融燒烤樂本校師生參訪香港中文大學 本校師生參觀台灣義守大學 3I 班在清水灣郊野公園

4N 班在西貢北潭涌郊野公園新加坡 Loyang Secondary School
師生到本校參訪

武漢市光谷中學師生到本校參訪 1N 班在元朗大棠郊野公園



侯中「樂」迎三三四
音樂晚會會知音

    為迎合三三四新學制的全人發展，藝術教育已成
為不可或缺的一環，故本校對推動音樂等藝術教育不
遺餘力，短短幾年間，已先後成立合唱團、中樂團、
管弦樂團、步操樂隊及民歌結他樂隊，望透過音樂陶
冶同學的性情。為讓同學的音樂才華得以展現，侯中
連續三年舉辦音樂晚會，以樂會友。
    今年四月三日，侯中假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了
「流行經典金曲夜」，並邀得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科技部王新立處長、教育局
課程發展處葉蔭榮首席助理秘書長、香港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協會李鍔教授 JP、全人教育基金黃重光主
席 JP、社會福利署屯門區梁桂玲福利專員、屯門民
政事務處列浩然助理專員、屯門區議會梁健文副主席
MH、廉政公署新界西辦事處樓國媚首席廉政教育主
任、教育局屯門區學校發展組羅潔霞高級學校發展主
任、聖公會蒙恩小學李穗芳校長、博愛醫院歷屆總理
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鄭筱薇校長及青松觀梁發主席
等擔任主禮嘉賓，惠臨增光，深感榮耀。
    當晚，由國際知名指揮家石信之博士擔任音樂總
監，而曾兩度於中央電視台榮獲「指揮金獎」的邱少
彬先生則擔任中樂團的音樂總監，在這兩名大師的指
導下，同學為音樂晚會共獻上了五個節目，當中包括：
管弦樂演奏、中樂演奏、無伴奏合唱、合唱團表演及
民歌結他合奏，各演出隊伍以悅耳悠揚的樂聲，贏得
在場近千位嘉賓及觀眾的掌聲。最後，音樂晚會更在
侯中師生全體合唱出自家創作的溫馨歌曲下作結，真
是餘音嫋嫋，場面溫馨感人。
    是夜精彩的演出，實有賴校董會一直以來對侯中
藝術教育的全力支持，侯中師生深信音樂可以幫助學
生陶冶性情，建立品格，故這夜我們聚首一堂，不只
要展示同學的音樂造詣，更重要的是同學要藉著音樂
展現道德修養，奏出感動人心的樂曲。

主禮嘉賓與家委合照

中樂團的表演

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
就職典禮

本校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就職典禮在 2012 年 11
月 17 日舉行，是次典禮很榮幸邀請到教育局課程發
展組資優教育組總課程發展主任 ( 資優教育 ) 陳沛田
先生擔任主禮嘉賓，而主禮團成員包括：順德聯誼總
會李金小學蘇碧婷校長、仁德天主教小學馮意方校長
及本校法團校董會成員。

在典禮上，主禮嘉賓陳沛田先生就資優教育作出
了深入透闢的論述，令在場觀眾得益不少。陳先生又
向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頒發委任狀，蘇碧婷
校長和馮意方校長則頒發感謝狀予上屆教師會執行委
員及家長義工，而曾熱心捐款支持家教會的家長，亦
獲頒發捐款感謝狀。本校亦藉着典禮的機會，向在第
一屆中學文憑試表現優異的同學頒發獎學金，以茲鼓
勵。

典禮後，本校中樂團、舞蹈團、民歌結他小組及
合唱團表演了多項精彩節目，既為典禮助慶，同時亦
展現了家校合作，啟發同學潛能的豐碩成果。
青松侯寶垣中學第十三屆家長教師會執行委員名單：

職位 姓名

主席 林永忠先生

副主席 李佩嫦女士、潘笑蘭校長

秘書 林紅女士

司庫 朱敏兒女士

活動統籌 勞創妃女士、曾慧如女士

聯絡 楊家艷女士、張綺琪女士

教師組員 蔡子良副校長、楊菁老師、黃玉儀老師、
陳錦鴻老師

步操樂團恭迎嘉賓進場

管弦樂團

表演同學與嘉賓合照

無伴奏合唱團

學生司儀以流利的英語及
普通話介紹表演節目

校長帶領師生合唱

中樂團表演

服務社群是本校的辦學使命，本校素來鼓勵同學
熱心服務社會，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三年二
月期間，本校共舉行了四次校本慈善便服日，同學只
要在便服日期間捐出零用錢予公益金，即可穿上便服
上學。對此活動，同學反應熱烈，積極參與，而今年
的慈善便服日共籌得善款 22,651.80 元港幣，並全數
捐入公益金戶口，作為慈善用途。
在此期間，本校亦舉辦了「感動侯中」的社會服

務計劃，高中同學以班本的形式參與各項社會服務，
如：協助不同社福界機構賣旗及賣獎券、設計遊戲攤
位、探訪老人院及兒童托管中心等，好讓他們體會關
懷別人的喜悅，發揮關愛互助的精神。

設計攤位遊戲

探訪老人院

義賣活動

探訪獨居長者

慈善日

李穎嵐同學獲
獨唱組亞軍

黃穎聰同學勇奪
獨唱組冠軍

5D 班男生憑著自編的精彩舞蹈而勇奪隊際組冠軍

隊際組同學的演出

畢業班組隊參賽 同學以結他伴奏演唱

聖誕歌唱比賽
2012 年 12 月 19 日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社際歌唱

比賽，同學反應熱烈，比賽分為個人組及隊際組，隊
際組的同學創意十足，自創出不同的舞蹈配合演唱，
令台下的師生都驚喜萬分，娛樂性十足。

四社社長進行傳遞火炬儀式 啦啦隊的精彩表演

運動員的比賽英姿 禮社獲得全場總冠軍

運動會
本校第十屆周年陸運會，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二十日及二十一日假屯門鄧肇堅運動場舉行。比賽分
男女子甲、乙及丙共六組進行十三個比賽項目，共吸
引了 1912 人次報名參加，當中以男子三千米公開賽
報名參賽人數最多，吸引了過百名師生參與，比賽氣
氛熱烈，四社啦啦隊在看台上落力地為各健兒打氣，
運動員也竭盡所能地爭取勝利，盡現體育精神。



潘笑蘭校長主持開幕儀式 同學積極投入地參與午間
的語文遊戲

中文及普通話周
「中文及普通話周」是中文科一年一度舉辦的重

點活動，目的是透過不同形式的語文活動，提高同學
們學習中文及普通話的興趣。本學年的「中普周」在
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舉行。
首先由潘笑蘭校長在週一早會時主持開幕儀式，

為是次活動揭開序幕，而一連串的語文活動亦隨即展
開，其中包括：硬筆書法比賽、普通話電影《墨攻》
欣賞暨有獎問答比賽、語文知識攤位遊戲、普通話同
樂日等。這些活動均是知識與趣味並重，而同學們的
反應亦見熱烈，達到了促進中國語文和普通話學習的
目標。

A Heartwarming and Caring School 
It is a universal truth that language learning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classroom learning. Students can 
benefit a great deal if they are exposed to a language rich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us, our annual 
English Week is an indispensible part in our school 
calendar.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is “ A 
Heartwarming and Caring Ching Chung Hau Po Woon 
Secondary School”, which not only echoes our school’s 
Invitational Education (I.E) belief, it also signifies 
the importance of a harmonious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As everybody knows, to master a foreign 
language can be more daunting than meet the eyes. So, 
with a Heartwarming and Car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our students can be guided every step of the way!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is year’s English Week 
was kicked off on 29 October, 2012 in the Monday 
morning assembly. 

To cater to the diverse needs of our students, a broad 
range of activities had been organized. In the morning 
assembly, Assistant Panel Head, Ms Lee Ming Wai gave 
a presentation on “Tips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to the 
junior form students while in the senior form morning 
assembly, another Assistant Panel Head, Ms Ng Ka 
Yan and the Panel Head Mr. Chan Tsz Fai showed an 
English video clip on the topic, “Twelve things I wish my 
students knew”: (Part 1), followed by an interactive quiz, 
which drew overwhelming responses from the students! 
Hilarious!

Lunch time activities included game stalls and film 
appreci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Cross-Curricular 
Collaboration in our school, one of the game stalls was 
organiz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S. Department. 
Thanks Ms Cheng Nga Yin for her help! And, a Cross-
Curricular Inter-House English Quiz was held with the 
help of the Maths and Science Departments. Thanks Mr 
Lam Yuen Fai for his coordination.

Like our Principal, Ms Poon, our students are music 
lovers too, as evidenced by the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of the English Song Dedication and Karaoke Singing 
Event. In fact, the Karaoke Singing Event could be 
described as the highlight of the whole week as the venue, 
G02 was packed with students and filled with laughters 
and upbeat tunes! 

To conclude, the English Week would not have been 
successful without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every English 
teacher. So, heartfelt thanks were sent to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for their help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ome more 
fun-filled English Weeks in the years ahead! 

   

數學周
本校的數學周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七日至十一日舉

行，活動多姿多采，學生反應熱烈。
在數學周周會時段，舉辦了「社際數學問答比

賽」，不少趣味數學問題讓同學陷入苦思，比賽氣氛
緊張激烈。
至於「益智遊戲 Apps 大放送」則是數學周的重

頭戲。同學透過應用程式 (Apps) 玩益智遊戲，從中
學到不少與數學有關的冷知識。
還有其他活動如「數學攤位遊戲」、「影片欣賞：

《計算文明》」、「消失的平面」等，學生均能踴躍
參與，寓學習於娛樂。 

社際數學問答比賽 勝出同學獲潘校長
頒發獎項

可持續發展生活小遊戲 可持續生活小貼士展板

規劃署派員到校分享
新界東北發展項目

利用回收的扭蛋殼製造
環保香囊

回收膠樽班際比賽 貧富宴中享用
「富餐」的同學

通識周
為配合通識科「能源科技與環境」單元及學校可

持續發展的發展方向，在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至
五月三日，本校舉行了以「可持續發展生活」為主題
的通識週，活動多采多姿，如：午間攤位遊戲、貧富
宴、新界東北新發展規劃講座、可持續發展生活小貼
士問答比賽、班際「廢物回收大比拼」及「廢物利用
DIY」工作坊，本科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加深學生對可
持續發展的了解，並加強學生對環保生活的反思。
透過班際「廢物回收大比拼」及「廢物利用

DIY」工作坊，可以令學生學會廢物利用，並且培養
出循環再用珍惜資源的價值觀。
本校連續兩年舉行貧富宴，而本年度全級中四為

活動對象，以求令他們對貧窮有深刻的體會，並對世
界貧窮有更深入的認識，藉以推動學生對社會的關
注，從而培養其可持續飲食的習慣。

科學周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至十一日，本校舉行了科

學周。為了提升同學們對科學科的興趣，啟發其潛能，
科學老師設計了一系列豐富多元的活動，讓同學們走
出課室，與一眾老師走進科學之旅，活動包括：「小
老鼠大解剖」、「甲蟲工作坊」、「太空穿梭機」、「魔
幻化學」、「奇妙星空探索」及「化學元素大搜尋」。
在周會上，以「香港人，香港樹」為題，探討香

港的樹木生長情況，藉此讓同學多關心香港的生態環
境。
透過這些活動，學生了解到科學其實並不神秘，

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觀察，就可以發現這世界是多麼
奧妙。

甲蟲工作坊

甲蟲工作坊

魔幻化學活動

科學周開幕禮

啟發潛能日周會
本校把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五日定為啟發潛能日，

是日我們邀請了 2012 年香港精神大使鄧嘉玲小姐，
到校為同學舉行「啟發潛能」講座。
鄧小姐先天患上稱為「玻璃骨」的成骨不全症

(Osteogenisis Imperfecta)，身形如兩歲小童般嬌小。
為了認識世界，她憑著豁達的人生態度和過人的勇氣
迎接每一個挑戰。為了完成夢想，她在家人的支持之
下，報讀了毅進課程，首次投入校園生活。好學不倦
的她，在 2009 年更開始在香港公開大學進修中國語
言及文學的學士課程，完成了一個難以置信的夢想。



科技周
在二零一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本校舉行

了一年一度的「科技周」。
在此期間，家政科老師帶領 20 名中二及中三學

生參觀蝴蝶邨麥當勞，以探究全球飲食文化日漸「麥
當勞化」的問題，同學需按照老師撰寫的工作紙，完
成有關的探究。學生參觀後，更需撰寫電子報告，並
在翌日的早會上向同學分享。過程中，同學表現積極，
對跨國企業的運作原理深感興趣。是次參觀拓闊了同
學眼界，更實踐了課堂延伸學習的理念。
同時，設計與科技科亦舉辦了人力發電模型車大

賽，希望藉比賽讓學生了解人力發電的原理，並向同
學宣揚環保的訊息。參賽同學表現主動積極，其中以
中一及中五級參賽人數最多，比賽設冠、亞及季軍三
個獎項，冠軍由5D林耀俊奪得，最佳時間為3.41秒，
亞軍由 5A黃耀培奪得，最佳時間為 3.98 秒，而季軍
由 5D麥智威奪得，最佳時間為 4.03 秒。
為了提高學生對電腦網絡的興趣，電腦科舉行了

一個資訊科技的工作坊，向學生介紹一些電腦網絡的
基本概念和設備，更讓學生嘗試親手製作網絡線。此
外，為了鼓勵中一級的學生努力練習中文打字，電腦
科亦舉行了中一班際中文打字比賽──「打字神手」，
最後由中一智班的鄭凱恩、何悅蓉和余煒莎奪得冠
軍。
至於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則播放與投資相關

電影《奪命金》，希望學生能對不同投資產品的風險
回報有初步理解。另外，亦邀請了東華三院健康理財
家庭輔導中心的計劃主任 ( 理財教育 ) 楊健愉先生以
「理財有道」為題，在科技周周會向同學講解個人理
財和及早儲蓄的重要性，以免同學將來因過度消費而
陷入財政困難。

早會開幕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奪命金》電影欣賞

科技周周會
主題：理財有道

講者：楊健愉先生
（東華三院健康理財家庭

輔導中心計劃主任）

科技周
宣傳海報

家政科
參觀蝴蝶邨麥當奴

電腦科
資訊科技工作坊

設計與科技科
人力發電大賽頒獎

「打字神手」比賽頒獎

閱讀周頒獎禮

午間攤位遊戲

書展

閱讀周
在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本校舉行

「閱讀周」，期間設有一連四天的中英文書展，讓師
生選購喜愛的讀物。為配合圖書館專題書籍推介，本
校舉行一連串的精彩活動讓學生參予，包括：午間攤
位有獎問答遊戲、創意短片推書比賽及校園電視台好
書宣傳等活動，同學反應熱烈，爭相到圖書館借閱相
關書籍，有效推動全校的閱讀文化。

公民教育周
為了讓學生對國家和香港有更深的認識，在二零

一二年十月三日至五日，本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公
民教育周」。
有見於本年六、七月時，中國的神州九號飛船升

空成功，而倫敦的奧運會亦順利完成，故本校特別以
「祖國航天發展及揚威倫敦奧運」作為公民教育周周
會的主題。
在周會時，我們邀請了公民教育科、物理科及體

育科老師舉行講座，講解祖國在這兩方面的成就。學
生全神貫注地聆聽老師的講解，並踴躍地回答老師的
提問。
除了周會，本校也安排了不同的公民教育活動，

包括「十八區逐個捉」攤位遊戲、基本法問答比賽、
公民教育電影欣賞、公益少年團「健康人生」宣言承
諾及宣言簽署等活動，讓學生在課堂以外的時間，透
過參與上述活動，去學習更多有關香港、國家，甚至
世界各國的知識，成為「地球村」的好公民。

宣傳海報

周會
「祖國航天發展及揚威倫

敦奧運」

學生積極參與周會活動
學生細心閱讀展板內容

活動展板 攤位遊戲
「十八區逐個捉」

香港國學苑創辦人
兼首席導師黃健基博士

潘校長送贈紀念品
予黃健基博士

台下同學積極提問

道教講座
在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們邀請了香港國

學苑創辦人兼首席導師黃健基博士到校，以「持續的
道．道的持續」為題，舉行道學講座。
黃先生學富五車，席間不住旁徵博引利用深入淺

出的例子講及道學如何令人修身立德、導人向善，可
謂妙語如珠、字字珠璣，讓同學在短短的時間內，明
白到道教說的其實是「愛」、是「義」、是「信」、
是「尊重」。

由學生司儀主持母親節
周會

撰寫心意卡予母親

學生司儀送贈母親節卡
及愛心慈善玫瑰花禮盒

予校長

母親節周會
2013 年 5月 8日，本校舉行了母親節周會，活動

溫馨動人，如：溫馨短片播放、同學分享與母親相處
的點滴、即場製作母親節心意卡等。透過這些活動，
讓同學反思到母愛的偉大，並要好好向母親致敬。
在製作心意卡時，不少學生為求逗得母親開顏，

花盡心思設計及撰寫動人句子，表達自己對母親的愛
意和感謝。
整個周會由 5I 班同學擔任主持，他們表現泰然自

若，頗有大將之風。最後，他們更代表全校師生送贈
心意卡及愛心慈善玫瑰花禮盒予校長，藉以感謝校長
如一眾師生的媽媽，多年來默默為我們無言付出。

A gift to our principal A joyful and touching 
moment

S6 Farewell Assembly

This year’s Farewell Assembly was a special one. 
There were five classes in total to share the touching 
moment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ssembly, our principal Ms 
Poon and two vice principals, Mr Leung and Mr Choi 
gave a speech to our students.  Every word they said 
meant a lot to the students.

A memorable quote from the speech of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 Mark Tse - ‘In our eyes, teachers in Hau 
Po Poon Secondary School are just like our parents, 
providing us with a shelter. And I’m so glad to tell you, 
our teachers, that the seeds you have been cultivating 
have now grown up as many many luxuriant trees!’  



Primary School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2-2013

Ken and Katy (S.5A) 
were the hosts for the 

competition on 7th 
May. They performed 

spectacularly well. 

Students were attentive 
at the briefing in the 

competition.

  Because of last year’s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uccess, this year our school organised the Primary 
School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mpetition 
again. The purpose of the competition is to 
exercise students’ creativity, enhance their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skills, and stretch their potential. 
This year, our school has initiated an English 
Speaking Competition for primary students in Tuen 
Mun, Yuen Long and Tsuen Wan Districts. The 
competition wa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on 7th  
May and 9th May 2013 with the great help of three 
honorable adjudicators, namely, Ms. Flora Yu, the 
senior coordinat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Ms. Rice 
Leung, the junior coordinat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and Ms. Karin Meintjes, our NET teacher.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read a poem to prepare for reading 
aloud, and they were fully prepared and enthusiastic 
about the competition.
  We were impressed to see that students grasped 
the valuable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authentic 
English eagerly, incorporated their inton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through their confident 
delivery of the poem. The interactive exchange 
among students on learning and sharing through the 
art of English definitely benefited each and every 
student at the event.
  The students put in a lot of hard work in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competition and we supported 
them fully. Their effort paid off which was 
recognised throughout the event. There were 2 
categories of participants and they were adjudicated 
on two different days. The first category included 
Primary Three and Four students, which was held 
on the 7th May, 2013; whereas the second category 
included Primary Five and Six students, which 
was held on the 9th May, 2013.They were rated on 
clarity, interpretation and audience awareness. All 
participants received certificates of participation and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prize presentation ceremony 
in July.

中樂組冠軍藍海威同學 中樂合奏組冠軍五邑鄒振猷學校

西樂組冠軍盧劭軒同學 西樂合奏組冠軍
保良局莊啟程第二小學

音樂科
屯元荃區小學校際音樂比賽
在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及三月七

日，本校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屯元荃區小學
校際音樂比賽」。是次比賽的目的是以樂會
友，向同學推廣音樂教育，設立一個平台讓
屯門區、元朗區及荃灣區的小學生可以互相
觀摩切磋，以提升同學的音樂修養。

比賽分兩天進行，首日是西樂組的
比賽，次日為中樂組的比賽，按年齡分組
進行，好讓年紀相若的學生互相欣賞及學
習，並鼓勵學生繼續在音樂上發展。獎項
分有冠、亞、季軍和優異獎，得獎生可獲
得獎杯或獎狀，以示鼓勵。  

節能生態球 : 小學生態學家比賽
    本校透過香港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可持續發展學校獎勵計劃的資助，設計了一個教學活動，將可持續
發展概念和生態學結合，到訪本區多間小學舉行「節能生態球設計工作坊」，並由本校的學生擔當小老師，
以英語講授生態球的科學原理，更帶領小學生動手製作自己的生態缸，目的是要推廣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概念。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的學生更與本校師生合作，在 2012 年的啟發潛能國際會議
中發表研究成果。其後，本校就同學在「節能生態球設計工作坊」所學，舉辦區內的小學科學比賽，以
進一步在小學宣揚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節能生態球設計工作坊 小學生動手製作自己的生態缸

啟發潛能教育 (IAIE) 報告會節能生態球

家校合作組
新春食品
製作班   

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六
日，本校家校合作組舉辦了一
次新年小食班，希望透過活動，
促進家長間互相溝通和認識，
是次活動的製成品有鯉魚年糕
及笑口棗，共有 15 名家長參
加，部分家長更帶同子女出席，
上課時氣氛融洽，最後大家均
能成功製成這兩種美味可口的
新年小食。

導師正在講解製作過程 家長正在學習炸笑口棗

親子製成品 – 鋰魚年糕及笑口棗 1I 班冼梓晴同學及其家長的合照

小學生電池車
工作坊

為提升區內小學同學對
能源運用的認識，本校在
2012 年 6月舉辦多個「小學
生電池車製作工作坊」，區
內有不少小學報名參加，分
別有：順德聯誼會胡少渠紀
念小學、中華基督教會何福
堂小學及博愛醫院歷屆總理
聯誼會鄭任安夫人學校等。
經本校老師講解電池車

的製作方法後，各同學分成
小組嘗試製作，同學表現投
入積極，創意十足。

本校師生與順德聯誼會胡少渠紀念小學師生大合照

本校師生與中華基督教會何褔堂小學師生大合照

同學的電池車成功起動

同學參觀我校的環保資源室

同學分組製作電池車



數學科老師進行學習圈匯報

青松觀教育發展委員會主席
趙球大博士致辭

講座二「如何從變幻的社會中當一位
開心稱職的教師」講者：香港國學苑

創辦人兼首席導師黃健基博士

青松觀各屬校教師到青松觀
共享齋宴

講座一
「學校教職員法律知識講座」

講者：香港律師會代表陳永良律師

嘉賓講者、校董、校長與本校教師
合照留念

台下教師一同參與活動

設計與科技科老師進行學習圈匯報

學習圈
本年度是第八年在侯中推行「學習圈」，八大學習領域皆有各自的「學習圈」。

由於本年度學校繼續推行教學語言微調，故本年度的「學習圈」關注事項亦與此有
關。
在二零一三年六月三日，本校舉行了學習圈科研匯報，透過八大學習領域分享

各自建立的「學習圈」情況，希望透過交流，讓學生的學習情況得以改善。
以下為各學習領域關注事項：中文科探究如何深化推行以普通話任教初中中文；

英文科則分享與教育局合作提升學生閱讀能力的情況；數學科探討如何提升學生處
理三角比問題的解難能力；科學科則分析在「酸與腐蝕」的課題中，怎樣有效提升
學生描繪實驗及應用有關知識的能力；綜合人文科主要由地理科老師負責，研究如
何提升學生利用圖像描繪斜坡的能力；科技科則由設計與科技科老師負責，研討如
何透過操作機械玩具車，提升學生對程式設計的興趣及認識，以增強同學間的協作
能力；藝術教育範疇則主要研究如何提升學生音樂創作的技巧及興趣；體育教育則
研究如何提升學生的體能。

青松觀屬校教師進修日
二零一三年一月四日，青松觀各屬校的同工在本校禮堂聚首一堂，參加一年

一度的青松觀屬校教師進修日。青松觀教育發展委員會邀請了香港律師會代表陳
永良律師和香港國學苑創辦人兼首席導師黃健基博士作為當天的嘉賓講者。
陳律師在第一場講座中，透過分享案例和親身的經驗，舉出青少年最常觸犯

的刑事罪行，並講解學校和教師應如何引導學生，以防止他們誤墮法網。
之後，黃博士在第二場講座中，透過不同的生活例子，鼓勵教師要保持着正

面和樂觀的心態，在這個變幻莫測的社會中當一位開心稱職的教師。
聽完兩位嘉賓講者的分享後，青松觀特別安排了嘉賓、校董與同工到屯門祖

觀共進午膳。大家拋開日常的繁重工作，一面享用齋菜，一面閒聊，樂也融融。

舊生近況
身在台灣交流時，突收到恩師李健文老師來訊

徵稿，既驚且喜。我現就讀浸大的新媒體創意寫作的
學位課程，所謂「創作」說到底就是將自己經歷轉化
成作品，想當初，中五的意氣風發換來中七的挫敗，
重讀中七高考文學科方取得 B級成績，騰折數載終
圓大學夢，有人認為我走的路比別人長，但這些由挫
折邁向成功的經驗，卻往往是我創作的靈感來源。我
們不要因為挫敗而羞恥，應把它轉變成自己的優勢，
才是成功之道。學弟學妹們，現階段宜專心致志地學
習，至於成績，有付出過，自然有相當回報，無用顧
慮。

最後，得知潘校長退休在即，藉著這機會，我
在此向校長送上深切的祝福：願您永遠健康幸福！

大家好！我是朱嘉文，是一名註冊社工，現任
職一間小學的社工。自 2008 年在侯中畢業後，我就
在理工大學修讀社會工作高級文憑課程，以實踐我的
社工夢。在侯中，我一直在充滿愛的校園中成長，故
我深深體會到「愛」對孩子的健康成長是何等重要，
也因此我毅然當上社工，希望將這份愛傳遞開去。在
此，我要多謝侯中所有老師，特別是中史、文學及地
理老師教曉我人文關懷，讓我懂得以慈悲的心去服務
大眾。最後，我要祝願即將退休的潘校長：願您退休
生活美滿愉快！

我的天資不算很好，跟他人相比，要考上大學
像是一次艱苦的馬拉松，甚至有人說過：「你會考
只有十五分，升上大學的機會率只有百份之五，不行
啦！」越被人看不起，我就越不甘心，終於一口氣考
上了教院，向我的老師夢邁進一大步。 

可能有人認為考上大學沒什麼了不起，但大學
本身的生活和所體驗的一切就足以讓你奮身一拚，誓
要擠身大學生之列。只要咬緊牙關努力求學，這精彩
的大學生活離你不遠。若還是抱著得過且過的讀書心
態，我告訴你：大學夢將永遠離你遠遠的。故此，請
用心學習，認清方向。我能，你為什麼不能呢？各學
弟學妹請好好加油吧！

我是陳鐵灃，是 2007 年畢業生，先向大家問
好！轉眼間畢業多年， 回想起在校的日子，真令人
懷念。不知校長老師們及同學們近況好嗎？ 畢業後，
我轉到別的學校讀書，途中亦有在不同公司任職。在
這幾年間，我獲得了很多寶貴的人生經驗，現在剛
有幸成為機艙服務員，終達成自己周遊列國的夢想。 
對於這個夢想，起初我擔心自己不能達成，中途亦有
過放棄的念頭，但我知道成功在於嘗試，最終我順利
獲聘。在此， 我希望各位學弟學妹做任何事都不要
輕易放棄， 堅持到底，夢想終能成真！

本人是第二屆校友會副主席。離開侯中已有三
年多，現時已經是香港公開大學的三年級大學生。
中學跟大學的最大分別，就是校園生活更見自由。這
裏，沒有固定的上課及交功課時間，不會有老師責備
你。學習全賴同學的自律性。不論你遇到多大的挑
戰，我們仍需獨自面對及解決，故身在中學的你們是
多麼的幸福，你們的身邊總有老師指導自己。所以，
希望侯中學弟學妹，好好珍惜現時中學生活，享受中
學的美好時光，懷著感恩的心去細聽老師的諄諄教
誨。最後，我祝願即將退休的潘校長生活美滿幸福！

大家好，我是第三屆畢業生林怡伶，我現在於
社區中心任職二級程序幹事，主要負責行政以及協
助社工開設兒童小組，並於 2010 年獲香港紅十字會
頒發嘉許信表揚。畢業後，我為自己人生寫下與別
人不一樣的篇章。雖然這一章寫起來實在有點困難，
因為我沒有選擇升學，而是選擇到社會摸索，探究自
己的發展方向。我在社會上打滾了好幾年，礙於學歷
上的不足，在社會上的步伐一直比其他人走得更慢、
更難。於是決定進修一年，在 2010 年重返校園修讀
毅進課程，或許是明白讀書機會來之不易，故特別專
心上課，每天回家後必定專心溫習，從前我很害怕的
數學科，在毅進學習時，我戰勝了它，更取得「A」
級成績，最終我以不俗的成績畢業。以前的我很討厭
讀書，但當我失去了讀書機會，方知道它的可貴，現
在，我亦準備報讀兼讀制社會工作課程，希望能成為
一名註冊社工，幫助更多人。

2009 年畢業生邢震宇

2008 年畢業生朱嘉文

2012 年畢業生陳詠兒

2007 年畢業生陳鐵灃

2009 年畢業生楊希俊

2009 年畢業生林怡伶



類別 獎項名稱 班別 姓名

獎學金 羅氐慈善基金、教育局合辦
2011-2012 年度高中應用學習獎學金
( 珠寶藝術與設計 )

6D 何姍禧

宏施慈善基金社會服務處 2012 全港
新來港學童獎勵計劃
傑出學業獎

3C 曾佳欣

助學金 第十六屆蘋果助學金 2N
5L

吳嘉誠
王紹基

新家園協會世茂新家園助學金 4N
3I

曾佳欣
張媛媛

香港交通安全隊獎學金 4A
5I

陳浩天
吳智凌

進步獎 青苗學界進步獎
6I    梁婉瑩  6I   馮景煒  6D  黎思行
6D  謝登將  6E  王嘉雯  6A  唐展麒
6A  廖建銘  6L  盧旭明  5I    李佩怡
5D  林耀俊  5E  區韻晞  5A  謝國豪
5L  李文彪  4N  鄭詠恩  4N  譚子玲
3I   蕭賀心  3C  張秀敏  3A  盧偉業
3N  鄭佩君  2I   黃卓宏  2C  黎愛詩
2C  黎芷穎  2A  韓錦釗

讀寫獎 屯門區議會及香港書刊業商會
2012 年度學生閱讀獎勵計劃「最佳
閱讀風氣學校」

本校

香港公共圖書館、屯門區議會
屯門區社區閱讀大使嘉許狀

5L 伍春鳳

香港道教聯合會
壬辰年第十二屆香港道教節徵文比賽
( 優異 )

6L 盧卓禮

語文獎
（英文）

女子英文詩歌集誦組冠軍 中二級

女子英文詩歌獨誦組
季軍
季軍
季軍

4N
5A
6I

葉芷君
李穎嵐
簡蔚姍

語文獎
（中文）

第六十四屆香港學校朗誦節詩詞集誦
粵語組中一、二級 - 男子組亞軍

1I 及 1C班

男子詩詞獨誦粵語組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1I
2C
2A
4A

周行健
馬億晉
李承軒
梁劉軒

男子散文獨誦粵語組
亞軍 6A 黃鈞傑

女子詩詞獨誦粵語組
季軍
優良

3N
3I

曾詩晴
陳逸藍

女子散文獨誦粵語組
優良
優良
優良
良好

5E
2C
5E
5D

何善君
劉芷穎
謝倩怡
樊家怡

語文獎
(普通話)

男子詩詞獨誦普通話組
優良
優良
優良
優良

5L
4A
1I
1I

劉潤武
梁劉軒
藍家豪
張嘉俊

女子散文獨誦普通話組
季軍
優良
優良
優良

1I
1I
3I
4A

余煒莎
陳澤鳳
張媛媛
曾鳳佩

第十五屆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演講比賽
2013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3C
3C
5A
5L
5L

周宛儀
楊芯琪
羅芷君
曾雅舒
張  琳

學術獎 香港理工大學
2013 年度高中數理比賽
物理科及化學科高級優異
化學科高級優異及物理科優異
數學科良好
化學科良好

5A
5A
5A
5A

黎泳儉
黎泳信
陳煒基
李穎嵐

學術獎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第十三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網上
問答比賽優秀獎 ( 初中組 )

第十三屆《基本法》及國民常識網上
問答比賽優秀獎 ( 公開組 )

1C
2C
2C
5I
5I
5I
5I
4A

李力天
陳靜雯
葉柏宏
林  軍
梁梓聰
湯綺晴
陸少恒
潘浩龍

Reallusion Incorporation
Real-t ime  2D  Live:  Crazy  Talk 
Animator Workshop
Certificate

4A
5E
5A

謝兆倫
潘浩龍
鄭立雋

香港中文大學「冬季資優課程
2012」
「正向心理學──快樂之道」課程證書
「經濟學特區」課程證書 

5A
5L
5L

洪諾熙
郭曉彤
林章俊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榮譽提名學生：
數學科
科學科
科學科
人文學科

4N
5A
5A
4N

黃欣怡
黎泳儉
黎泳信
曾佳欣

2013 年度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
數學科 ( 優異 )
數學科 ( 良好 ) 
  
  
 
英文科 ( 良好 )
科學科 ( 優異 )

3I 
4N 
1C
1I 
1I 
3I 
3I 
3I 
4A 
4N 
5A 
5A 
3I 
4A 

莊嘉恩
曾佳欣
葉訊翹                                    
余煒莎 
吳卓軒
陳逸藍
張媛媛
郭梓鑫
周詠琴
葉芷君 
劉俊傑
李穎嵐
莊嘉恩
周詠琴

體育獎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
2012-2013 年度學界籃球比賽（屯門
區）
男子丙組團體第五名 ( 優異獎 )

1I
1C
1A
1A
1N
1N
2A
2A
2A

藍家豪
陳嘉熙
梁家朗
梁旭明
陳啓禧
黃金標
劉鑒鴻
陳正晞
李旻軒

2012 年度元朗區羽毛球分齡比賽
混合雙打公開DM組 ( 優異獎 )

4I 陳家樑

2012 年度葵青區分齡羽毛球比賽
男子青少年(單打)MF組16-18歲(優
異獎 )

4I 陳家樑

屯門區議會及屯門體育會
屯門區賀歲盃小型足球賽 99-00 年組
冠軍

本校足球隊

屯門區少年足球大比拼 5 人足球賽
97-98 年組季軍

本校足球隊

2012 年度元朗區田徑比賽
男子C組跳遠季軍
男子D組跳遠亞軍

6E
5A

李國鋒
朱祖暉

2012 年度屯門區田徑比賽
男子D組跳遠亞軍
男子D組 100 米季軍

5A
5A

朱祖暉
朱祖暉

2012-2013 年度屯門區學界游泳比賽
男子青年甲組 100 米自由泳亞軍 4N 陳力騫

第一屆飛達秋季田徑錦標賽季軍 6E 
5L

李國鋒
李文彪

香港跆拳道協會
2013 年度學界跆拳道比賽
男子色帶組輕量級亞軍
男子色帶組蠅量級亞軍
男子色帶組輕量級亞軍

5L
5L
3C

徐焯飛
陳穎誠
李肇臻

香港跆拳正道館
2012 年度全港跆拳道青少年色帶黑
帶比賽
女子色帶組鯺量級冠軍 4N 李嘉穎

2012-2013 年度大埔體育會全港跆拳
道觀摩邀請賽冠軍 3C 李肇臻

2012 年度元朗區體育節新界區跆拳
道公開賽
男子公開色帶組鯺量級季軍
女子公開色帶組雛量級季軍

6A
6L

陳穎忠
鄭嘉莉

屈臣氏集團
「屈臣氏集團香港學生運動獎」現金
獎支票 $500

6E 李國鋒

屈臣氐集團屈臣氐田徑訓練結業賽
男子甲組三級跳遠冠軍
男子甲組跳遠季軍

6E
6E

李國鋒
李國鋒

藝術獎 屯門文藝協進 2013 年屯門區第廿七
屆舞蹈大賽
銀獎

本校舞蹈組

第四十屆全港公開舞蹈比賽
中國舞群舞公開組銀獎

本校舞蹈組

康槳及文化事務署、葵涌及青衣區文
藝協進會
第二十六屆葵青區舞蹈比賽公開組銀
獎

本校舞蹈組

保良局 2012 年度國際合作社美術設
計創作比賽三等獎

6I
6I
4A
4N

陳紀肜
余嘉敏
謝兆倫
鄭詠恩

視藝創作展「共融」
高中優異獎

6I 陳紀彤

香港道教聯合會
2012 年度全港道教學校道教道德經
書法比賽

5D 樊嘉怡

香港基督女青年會
「敬老愛老顯愛心」四格漫畫創作比
賽高級組優異獎

6D
6D
5D

吳文正
朱嘉玉
樊嘉怡

服務獎 總領袖生服務獎 5A
5A
5A

朱家朗
李穎嵐
羅紫君

培育獎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關愛校園」榮譽學校 ( 中學組 )

本校

「感動侯中」班本義工服務計劃
最令人感動獎
最佳團隊獎

4C及 5A
4I 及 5L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第四屆法制先鋒問答比賽中學組優異
紀念狀

5A 
4N

鄧浩然
黎沛欣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
「愛‧屯門」屯門區公民教育嘉年
華暨頒獎典禮感謝狀 ( 表演團體 )

本校

屯門民政事務處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感謝狀 ( 攤位遊
戲 )

本校

12‧15 全港愛賣旗日感謝證書 本校

鄭任安夫人學校生態缸活動感謝狀 本校

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生態缸活動感謝
狀

本校

屯門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2013 年度屯門區大眾齊心抗毒滅罪
嘉年華感謝狀

本校

屯門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屯門民政事
務處、明愛賽馬會屯門
青少年綜合服務「待人有禮好少年」
選舉 ( 中學組 ) 獎狀

4N
2C

葉芷君
劉芷穎

可持續
發展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可持續發展教
育 -- 作品展示優秀獎」( 三等獎 )

本校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可持續發
展教育學程
建築環境及公共空間設計嘉許獎

4C
4A
4A
4A
4N
4N
4N
4N

楊天朗
周詠琴
陳智達
關博文
李嘉穎
連寶妏
馮靖茵
江俊杰

綠環獎 青松觀屯門盆景蘭花展覽 2012
中學盆景組冠軍
中學組盆景組亞軍

本校
本校

教師獎 香港女童軍總會
十年長期服務獎

潘笑蘭校長

第十八屆表揚教師計劃優秀教師獎 林文娜教師
林雅瑩教師

青松侯寶
垣中學教
師專業發
展獎

最佳教學獎 陳紫欣教師

互動教學獎 張耀麟教師

有效傳意獎 蔡子良教師

教壇新秀獎 鄭雅燕教師

積極主動獎 林阮輝教師

活出生命獎 梁健文副校長

健康和諧獎 廖仲賢教師

團體協作獎 李健文教師

潛能發展獎 蕭偉權教師

創意思維獎 李廣祥教師

最具領導才能獎 蔡子良副校長

最理想班主任獎 李燕芳教師

環保綠化獎 黃玉珠教師

最佳職員獎 吳啓舜先生

最佳職工獎 麥麗嫦女士

校內及校外獎項

總顧問：潘笑蘭校長
顧  問：蘇偉文主任
編  輯：李健文教師
校園記者：林章俊同學、鍾宛淋同學


